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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消耳鸣：
一丝清凉直达内耳， 耳道像忽然打

开了一样，豁然开朗；蝉鸣、马蹄、水滴声
等各种耳鸣音消失不见。

7天能听清：
听力显著提高，耳鸣完全消除，不复

发。 耳朵闷胀堵等消失，耳道通畅，接电
话、听门铃，看电视不在话下。

90天根治耳聋耳鸣
听力提升 60 多点， 完全恢复正常

值。耳朵闷胀堵、耳鸣杂音。听音沉闷、高
低音缺失等症状完全消失。 从此不靠助
听器，还能再听 30年。

耳鸣和耳聋 一吃全消除

重大发现 耳鸣耳聋有救了

在我省的耳鸣耳聋患者心中， 杨松林小药
丸就是他们的大救星。

杨松林小药丸，每天吃一次，当天消耳鸣，
7天听见，一月能听清，90天治好耳鸣耳聋。

吃杨松林小药丸，治好耳鸣耳聋，已经
得到耳鸣耳聋患者的广泛认同。 据厂家介
绍，杨松林小药丸销量节节攀升，每天能接
到数百个订购电话， 其中回头客高达 89%，
这在耳病药品中是少有的。

工作人员说，老百姓眼睛雪亮，大家都知道
吃杨教授小药丸，能治好耳鸣耳聋。 所以打进电
话订购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买杨松林小药丸！

很多患者说，“耳鸣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
样的好药。 ”“多年的耳聋了，一吃就清爽，当天
就能听见声”“老伴经常耳鸣，头昏呕吐，才吃
一个月杨松林小药丸， 现在不晕不吐听声清
楚！ ”“耳鸣耳聋都好了，这多年的老花眼都看
得清了，真的是耳聪目明了！ ”

现在，杨松林小药丸又带来一个天大的
好消息。 你只要打进厂家电话，就能立即参
加耳聋耳鸣救助活动。 甚至不用花钱，就能
领到杨教授的耳鸣耳聋特效药。

●患者心声

只因服用了杨松林教授的小药丸 30
天， 被耳鸣耳聋折磨了十几年的钟老师竟
然奇迹般地好了！ 以前耳朵里嗡嗡个不停，
整天心烦意乱，听声基本靠蒙，说话是基本
是吼，现在耳聪目明，而且精神衰弱、失眠
健忘、肾虚尿频也都改善了，脸色红润，像
换了个人似的！ 到底是什么仙丹，让钟老师
摆脱耳鸣耳聋的折磨了呢？

今年 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15 届国际
听力疾病研讨会上， 杨松林教授发明的一
种耳聋耳鸣新药再次成为世界耳病专家的
讨论焦点。

临床数据表明，杨教授以古方为基础
发明的一种小药丸（右图），修复耳神经，
益气升阳，调理脾胃肝肾。 只要你耳神经
还没有 100%坏死， 只要还能听见一丝声
音， 服用杨松林的小药丸，7 天耳朵闷胀
堵、耳鸣、杂音等症状消失，一月就能修复
耳神经， 让你不戴助听器也能听得清，听
力恢复正常值。

每天吃一次，吃上它，多年的神经性、
老年性、药物性、混合型耳聋耳鸣，都能好。

据厂家介绍， 这种小药丸源自一个古
方，在西北地区已流传了数百年。 不管多严
重的耳聋耳鸣都能一吃就好。 患者当天消

耳鸣，7天能听清，当地人把它奉为神药。杨
松林教授在古方的基础上， 成功提取到一
种耳神经修复因子，又改良中医古方，益气
升阳，调理脾胃肝肾，标本兼顾，耳鸣耳聋
迅速消除。

世界听力联盟首席医学博士 J·约
翰逊介绍说，耳鸣耳聋此前我们一般只
能采取消炎 、安神、扩张血管等西医的
方法， 通常只能临时缓解一点症状，杨

教授的配方解决了耳神经修复的世界
难题！

据悉， 为表彰杨教授在耳病领域的
贡献，他独特算配方已被相关主管部门
特批以“杨松林”命名，作为新一代的耳
聋耳鸣专用药推广应用。 又因其效果
好，无毒副作用的特点，授予红色 OTC
标志。 同时也被高校教材《中医内科学》
作为教学示范处方应用。

30 天修复耳神经

十几年的耳鸣
终于耳根清静

王爹爹是
湘潭人。 他患
耳鸣已有十多
年。 耳鸣一旦
发作， 睡着了
也会被自己的
耳鸣吵醒 ，恨
不 得 戳 个 窟

窿。 王爹爹说，杨教授的小药丸太神了，吃
下没几天马上就不吵， 当晚就能睡上安稳
觉。半年下来，耳鸣楞没再犯过。王爹爹说，
几百年的老方子，就是管用。

长沙芙蓉区的侯
林德爹爹是个聋老
汉，今年 82 岁，耳聋
耳鸣就有 20 年。 五十
多岁发病， 开始是耳
鸣， 后来听力慢慢下
降，10 年前开始戴助
听器， 换也几个助听
器了，还是听不见。 去

年一个亲戚的耳鸣给杨松林小药丸治好了，
就推荐给林老爹。 没想到一吃下去几天就能
听见了，门铃一响就去开门，三个月下来，耳
朵不闷不堵也不胀，舒服的不得了。 到现在
停药 1年多，侯爹爹都听得清。

东湖社区
的陈婆婆 68
岁， 耳鸣耳聋
12 年，耳朵吵
得 人 不 得 安
宁。 听不清人
讲话， 左耳近
乎全聋。 走投

无路之下，用上了杨松林小药丸。 谁知道，
奇迹出现了！ 当天耳鸣减轻，睡了个好觉。
一周时间， 双耳都能听见声音， 三个月吃
完，陈婆耳鸣完全消失，听力提高了 35dB，
以前老花眼，现在也能看得清，精神好睡眠
好，人也变年轻了！

以前说话靠吼，听声靠蒙
如今耳聪目明

十万耳病患者 换双新耳朵

杨松林教授的小药丸， 源自于 800年
前中医温补派祖师李东垣（1180～1251
年）的“益气聪明汤”。我国五千多年的中医
传承下来，总共只有七大门派，一般人都知
道伤寒派张仲景，千金派的孙思邈，而温补
派的祖师就是与张、孙齐名的李东垣，其基
础理论就是《脾胃论》，主张百病以脾胃诊
治，“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医之不理脾胃，
是不明理也”。

杨教授本是中医世家， 得温补派真
传。益气聪明汤，主益气升阳，全面调理脾
胃、肝肾，从而治疗顽固性的耳鸣耳聋并
延用至今。《脾胃论》记载：“五脏皆禀气于
脾胃，以达于九窍；烦劳伤中（中指脾胃），
冲和之气不能上升，故耳鸣目昏”。所以要
益气升阳，调理脾胃，使清阳之气畅通，摄
血而行，让耳、眼的神经获得充足的营养，
就能耳聪目明。但是古代人的生活环境与
习惯与现代人有很大区别，杨松林教授在

古方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良，同时发
明“耳神经修复因子”，一方面修复受损的
耳神经，快速消除耳鸣耳聋的症状，另一
方面调理脾胃、肝肾，治病求根不复发。

经临床验证，杨松林小药丸对神经性、
药毒性耳聋、老年性、混合性耳聋耳鸣，均
能有效治疗。 专家建议： 一旦发生耳鸣耳
聋，尽早服用杨松林小药丸，早治早好！

今年 4 月，在
省剧院举行了一
场耳鸣耳聋康复
患者大型音乐会，
演奏者是我省从
十几万杨松林小
药丸的受益人中
挑选出来的耳病
康复患者，有专业
或音乐家，也有业
余音乐爱好者。 他们再次享受到音乐的美
妙， 这在几年前是他们不可想象的事，耳
鸣耳聋都快把人折磨疯了，大部分人都无

法坚持自己喜欢
的音乐工作。

这些患者中
有几年、几十年的
耳鸣耳聋，经杨松
林小药丸调理脏
腑功能、修复耳神
经，快的 30 天，慢
的 3-6 个月，都重
新获得听力，耳鸣

消，恢复了音乐人的敏锐听觉，前后判若两
人。 这些神奇的变化都源于一种耳聋耳鸣新
药杨松林小药丸，给他们“换了双新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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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耳鸣耳聋大救助

为拯救更多耳鸣耳聋患者， 即日起
中华听力保护基金会联合厂家特推出大
型救助补贴活动， 对每天打进电话者的
前 30 名患者，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 1980
元的杨松林小药丸， 本次活动限一周时
间，请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热线，也许一个
电话，就会改变你一生的健康！

耳病新药来电领取

消除耳鸣，恢复听力，扔掉助听器，正常沟通———

杨教授和他的神奇小药丸
我国知名老中医、 耳病专家、博

士生导师杨松林教授，从事耳病的研
究和教学 40余年，擅长各种神经性、
突发性、老年性、药物性及混合性耳
鸣耳聋等的诊治。其发明的耳病新药
引发世界医学轰动，被主管部门特批
以杨松林命名， 并被录入高校教材
《中医内科学》供教学应用。

800年古方今用
耳鸣耳聋早吃早好

耳鸣耳聋康复患者专场音乐会

耳病特效药
畅销我省

【顽固性耳鸣】：当天耳朵舒适，3 天耳鸣减小，15
天耳鸣消除，2 疗程治好不复发；
【老年性耳聋】： 当天耳部温热， 闷胀堵消除，30
天听力提高，听得见，60 天听力恢复，听得清，巩
固后治好不复发；
【神经性耳聋】：当天耳部温热，眩晕消除，15 天
头脑清晰，听得见，30 天听力提升，2 疗程治好不
复发；
【混合性耳鸣耳聋】：当天耳感舒适，精神放松，15
天耳鸣消除，听力提高，60 天听得清，听阈提高
65dB，3 疗程治好不复发。

顽固的耳聋耳鸣—
60天重回有声世界


